
 1

第一章 緒論 
 

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知識快速增長、知識生命週期變短的急遽變遷時

代，生活在資訊洪流中，如何克服「資訊焦慮」（張美惠譯，民 83）、

滿足實際的需要則須以「學習社會」作為未來努力的目標。尤其在今日

的網際網路時代，網路學習環境改變了原有的人類學習模式，學生從以

往「被動學習者」的角色轉變為「主動研究者」，教師也不再只是消極

的「課程執行者」，從而轉變為積極主動的「課程設計者」。如果要讓

學生在浩瀚無垠的資訊大海中航行無阻，除了老師據以為藍本的教科書

之外，更要蒐集各種補充資料及各種媒體型式之教材進行多元化的教

學，期能培養學生獨立思考、質疑、分析、綜合的能力，與自我學習及

找尋資訊的基礎能力。 

 

第一節 問題陳述 

 

根據教育部最新公佈的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」（教育部，

民 92）可知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特色在於強調國中、國小課程的連貫

性，除了重視協同、統整教學外，還要引導學生進行學習來培養學生具

備十大基本能力、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以增加學校的自主權。在課程改革

之下，教師掌握課程綱要的同時，更應利用新科技來教導學生獲取知

識，瞭解查詢資訊的方法，以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態度及獨立思考的能

力。如此一來，學校圖書館的功能更形重要，「學校圖書館是教師工作

上資訊來源的主要管道，其工作目標乃在配合學校的教育宗旨，提供師

生多元學習、開放學習、學習如何學習的環境，俾使學生畢業之後，有

使用新科技，繼續自我學習的能力。其具體行動有：（一）圖書館作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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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學習和教學的中心；（二）協同設計開放學習及多元學習的課程及

教材；（三）指導相關科技的應用」（吳美美，民 86）。 

 

觀諸文獻，圖書館利用教育結合各學科協同教學的研究仍十分缺

乏，且國中課程標準並無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這門學科，沒有固定的時

間、教材可以實施圖書館利用教育，如何結合各科教師以協同教學模式

實施圖書館利用教育？如何教導學生利用圖書館、學習思考和解決問題

所需的技巧，使圖書館能成為真正的多元學習和教學中心，落實圖書館

利用教育與各科結合，以發展協同教學的課程及教材？實在是值得探討

的問題。 

 

根據上述所言，本研究探討圖書館利用教育協同教學之重要性，說

明如下： 

一、就教育的目標而言－圖書館利用教育可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、提昇

國民競爭力 

        九年一貫教育改革在於落實協同教學與統整課程的理念，鼓勵

教師成立教學團隊來實施大單元或統整的主題式教學，以發揮協同

合作的效能。「此舉有利師生多元思考能力之發展，及知識結構脈

絡相連，學生認知明確與運用生活化。尤其圖書與資訊素養教育中

善用科技與運用資訊的能力頗適合主題式的教學並與各領域教學

結合，發揮『統整及合科教學』效用（劉貞孜，民 88a）。」九年

一貫新課程實施後，圖書館除了支援教學和學習，必須有豐富的教

學資源佈置成良好的學習環境，方能提昇教師教學的成效及改進每

一位學生的學習品質，並以符合時代之發展需求，將資訊科技利用

融入教學，教導學生利用館藏資料和網際網路資源，以培養學生自

我學習的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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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就課程發展而言－可結合各科教學，發展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 

    面對二十一世紀資訊時代的來臨，傳統上以教科書和背誦為主

的教學方法已經無法滿足學生的資訊需求，教師除了教導學生利用

館藏資料，將圖書館利用教育融入各相關課程，各科教師應配合各

學科教學與資訊技能教育整合，因應時代的發展需求，方能使受教

者掌握有效資訊，才是最能達成學習效果的方式。因此「圖書館利

用教育協同教學」的課程發展，從教學策略、教學方法、教材內容

及評量方式皆須探討。 

 

三、就教材內容整合而言－可協助學校媒體專家、協同教師及其他學習

成員合力發展資訊素養融入課程之教材 

        圖書館利用教育之教材由誰來編擬較合適？美國圖書館學會

在 1998＜資訊的力量＞一書中提到「教師與媒體專家一起製作經典

與創新的教材，發展資訊素養融入課程內容的教材、計畫、教學活

動及找出相關教學資源來加強及補充教學。（AASL & AECT,1998）」

故需有人付諸行動嘗試參與，以協同合作模式共同設計圖書館利用

教育之教材並進行教與學的活動，建立良好的「教學夥伴」關係，

藉此探討「圖書館利用教育協同教學」教材之發展。 

 

四、就教師專業成長而言－透過彼此合作，改善並提昇教學品質 

        協同教學是整合教師專長、人力資源，有效統整跨領域知識於

教學上的方法（洪志成，民 89）。教師具備教學所需的專業知能，

與教學團隊成員彼此交流、互相觀摩教學、分享經驗、自我反省中

促進專業成長，善用教學資源、合作設計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學習

活動，引導學生有效的使用各種不同的資源，成為一個主動和獨立

的學習者，讓學生有最佳的學習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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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就學生學習而言－可以培養學生獨立思考、提昇解決問題及找尋所

需資訊的能力 

        由於學校圖書館正轉型為教學資源中心，要能主動提供師生一

個資源整合的學習環境，並確保教師及學生能有效的使用資訊，所

以媒體專家與教師之間的合作就更迫切需要。「就課程整合的角度

來看，要將教學資源中心真正成為學校整體教學的一部分…融合教

學資源中心於各科課程成為一不可避免的教學趨勢。（林菁，民 88）」

所以，「具備資訊素養基礎的圖書館利用教育即是帶著走的基本能

力（陳海泓，民 89）」。在此研究背景之下，研究者有感於圖書館

利用教育結合各科以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解決問題之能力日益重

要，故嘗試以協同教學方式統整學校圖書館資源中心課程，使學生

能成為主動學習者，並為終身學習奠定良好基礎。 

 

預期效益： 

（一）因擬於臺北市明湖國中試行此研究，預期能達成圖書館利用

教育融入各科教學之教學策略、教學方法、教材內容、評量

方式及教學成效等分析研究，有助於教師專業知能成長。 

（二）設計出適合學生所需的圖書館利用教育協同教學方案、研擬

解決問題的策略，使教學內容具連貫性及統整性，以提高學

生的學習成效，增進學生主動學習、解決問題的能力。 

（三）教師藉此提昇自身的資訊素養，並以學習型組織的團隊合作

來發展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。 

（四）提供國民中學實施圖書館利用教育協同教學之參考樣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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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研究目的 

   

本研究旨在藉由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協同教學之實施，瞭解實施之

過程、可能遭遇的困難、透過教師訪談及學生填答意見，進一步評估「圖

書館利用教育」協同教學的可行性並檢討實施後可改善之處，研究結果

提供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協同教學之參考。研究目的如下： 

 

一、探究教師進行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協同教學的過程 

二、瞭解教師實施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協同教學的困難 

三、探討教師對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協同教學可行性的觀點 

四、瞭解學生對實施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協同教學的看法 

五、提供九年一貫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課程規劃之參考 

 

 

 

第三節 待答問題 

    

基於研究目的，本研究所探討的問題如下： 

一、教師如何進行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協同教學？ 

二、教師實施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協同教學的困難為何？ 

三、教師對實施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協同教學可行性的觀點為何？ 

四、學生對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協同教學的看法為何？ 

五、九年一貫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課程規劃可提供參考之建議為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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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研究方法 

 

本研究採取質的研究方法，以質的技術蒐集結構性教師訪談紀錄

為主，學生填寫之「學習成效問卷」之分析為佐。首先查詢、蒐集與本

研究有關的文獻進行分析，參考前置研究之結果研擬本研究之架構、教

師之訪談大綱及學生學習成效問卷。然後選定臺北市明湖國中七年級師

生為研究對象，進行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協同教學調查研究。根據教師

訪談內容，瞭解教師如何進行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協同教學的過程、過

程中可能遭遇的困難、實施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協同教學可行性的觀點

及檢討可改善之處；以學習成效問卷瞭解學生對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協

同教學實施後的看法。以下就國內外學者對質性研究的看法加以探究，

並說明本研究之方法： 

 

「質的研究」（qualitative research）的最廣義解釋是：產生描述性

的資料研究，描述的內容包括人們說的話、寫的字、和可觀察的行為

（Taylor & Bogdan , 1984）。 

 

歐用生認為質的研究者多用參與觀察、深度訪談等方法，先進入研

究對象的世界，系統的紀錄所看到的、所得到的，然後加以分析，並以

其他的資料，如學校的記事、紀錄、校刊、照片等來補充，因此研究方

法上，是相當有彈性的（歐用生，民 78）。 

 

陳向明定義「質的研究方法」，是以研究者本人為研究工具、在自

然的情境下採用多種資料蒐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、使用歸

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、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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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（陳向明，民 91）。 

 

黃瑞琴根據質的研究（Bogdan & Biklen,1982；Taylor & 

Bogdan,1984）、人種誌研究（Erickson,1984；Fetterman,1989；

Spindler,1988）、自然式探究（Lincoln & Guba,1985）、參與觀察

（Jorgensen,1989）、和個案研究（Yin,1984）方法的論述，將質的研究

的實施方法和過程歸納為質的研究是描述的、統整的、自然式的、注重

情境脈絡、注重現場參與者的觀點、歸納的、有彈性的、不作價值判斷、

是人性化的、是個學習的過程（黃瑞琴，民 92）。 

     

透過上述「質的研究」的實施方法，瞭解質的研者需要「對有可能

影響研究的諸多個人因素以及研究的具體過程有明確的意識及反省（高

一虹，民 87）。」因此，研究者為使研究結果更具真實可靠性、代表性，

透過研究規準，探討質的信度限制與質的效度限制（王文科編譯，民

89），自行檢核影響效度與信度的因素，使研究能更有效、可靠與值得

信賴。研究者的角色除了是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教學資源輔導小組成員

亦是本研究之協同教學領導者，設計並教導「圖書館利用指導」課程為

一「完全參與者」。參與研究之對象皆是有高度參與意願及實際教學經

驗的教師一起合作進行協同教學，在實施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協同教學

之後把教師訪談紀錄編碼分析謄寫成逐字稿，依文件資料確實描述及佐

以學習成效問卷以提高本研究的可靠性。本研究歷經兩年的資料蒐集，

研究的實施，由研究所同儕、教學資源輔導團協助檢核。 

 

 

本研究研究者暨測量工具信度、效度檢核，詳如表 1-4-1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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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4-1研究者暨測量工具信度、效度檢核自評表 

資料來源：研究者自行整理 

 

規準、策略 本研究檢核 

研究者角色 國中教學資源輔導團、協同教學計畫主持 

提供資訊者的選取 有高度參與意願及實際教學經驗 

社會脈絡 依文件資料確實描述 

資料蒐集與分析 教師訪談紀錄、學習成效問卷 

外

在

信

度 

分析前提 編碼分析、忠實公佈 

逐字解說與低推論描述 文件資料謄寫成逐字稿 

多位研究者 研究者本身 

參與研究者 參與教師 10人、學生 299人 

同儕檢查與參與者檢核 研究所同儕、教學資源輔導團協助檢核 

以機械紀錄資料 訪談錄音、教學活動錄影全程紀錄 

 

 

 

信 

 

 

 

度 

 

內

在

信

度 

負向個案或不一致資料 照實分析、忠實公佈 

可比較性 場所、參與者特徵、使用文件、分析單位以及

產生的概念，符合擴充至其他研究，具關聯性

外

在

效

度 

可轉譯性 符合其他研究者所瞭解的學理架構以及研究策

略，發現的意義可以延伸 

長期資料蒐集 有，本研究歷經兩年的資料蒐集 

參與者的語言 國語、閩南語、英語皆可 

田野研究 研究者為「完全參與者」 

 

效 

 

 

度 內

在

效

度 訓練有素的主觀性 前置研究經驗、教學團隊溝通、協調與研究者

不斷地自我省思 



 9

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

 

一、研究範圍： 

本研究題目定為「圖書館利用教育協同教學之研究」，探討之範

圍確定如下： 

    

 （一）就研究對象而言： 

         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的學習領域，分為語文、數學、社會、自

然與生活科技、藝術與人文、健康與體育及綜合活動七大學習領

域。國中七年級學生因同質性較高，且於新生入學時已實施了「新

生圖書館之旅」，在此評估之下，以七年級師生為研究對象。因

研究之人力、物力、時間有限，以尋找九年一貫課程七大領域中，

有意願參與之領域教師至少一位，讓本研究在教材及教學活動之

設計更具代表性。研究者尋找臺北市明湖國中有意願參與研究之

七年級教師共計 10 人、並以其任教之班級之學生為研究對象。 

     

（二）就研究內容而言： 

         本研究根據國內外文獻加以探討，參酌專家學者提供之圖書

館利用教育課程內容大綱作為融入各領域之教材範圍，著重於學

生查找資料能力的培養，由研究者與參與研究教師參考前置研究

所研發的教材為依據，共同研擬開發教學活動設計，設計考量以

培養學生具備十大基本能力中運用科技資訊、主動探索與研究及

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。在實施圖書館利用教育之前，除了

參考前置研究結果外，透過教學團隊的重新設計與規劃來決定教

學方法與教學策略。但因圖書館利用教育的範疇頗大，在時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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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、物力有限之下，縮小研究範圍在「資訊檢索」這個單元，

因此本研究內容設定在學生找資料寫報告的資訊檢索技能上。 

 

二、研究限制： 

    本研究之限制可分為三方面論述： 

    （一）文獻上的限制： 

         研究者於蒐集文獻資料時，發現國小、高中及大學圖書館利

用教育之研究，偏重對大學生圖書館利用教育，針對國民中學學

生設計之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則較為缺乏。 

 

    （二）樣本上的限制： 

          研究者時間、能力、物力有限，故以臺北市明湖國中自願參

與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協同教學的師生為對象，對 10 位教師進

行結構性訪談、299位學生以學習單來評鑑其表現，並於協同教

學課程實施後，發予學生學習成效問卷，以瞭解學生學習之成效。 

 

（三）方法上的限制：        

研究者因本身教授圖書館利用教育教學單元「愛上圖書館」，

在整個協同教學活動中，可以說是「完全的參與者」，為避免研

究者落入個人主觀想法而使本研究更具信度，進行本研究時，研

究者不斷提醒自己並期許自己學習成為客觀研究工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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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節 名詞解釋 

 

本研究相關之名詞解釋如後： 

一、學校圖書館 

學校圖書館係指中小學圖書館，依據圖書館法第四條「圖書館依其

設立機關（構）、服務對象及設立宗旨分類，中小學圖書館：指由高級

中等學校以下各級學校所設立，以中小學師生為主要服務對象，供應教

學及學習媒體資源，並實施圖書館利用教育之圖書館（總統府，民 90

年 1月）」。 

 

二、圖書館利用教育 

圖書館對於讀者提供各種指導、教育及研究計畫，使讀者能從事有

效率的搜尋方式及可獨立自由的利用圖書館所提供的資訊與資源服

務。由此可知館藏資料的性質及擺設位置，以及學習利用各種參考工具

書、電腦資訊檢索工具來查尋資料的活動或措施（王錫章，民 87）。 

 

本研究所指之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，除了教導學生使用參考工具書

來檢索資料外，亦教導資訊媒體的技巧，包括網路資源的利用教育，使

學生具備資訊素養，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。 

 

三、協同教學 

    協同教學（Team Teaching，TT）係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教師和

助理人員，建立目標導向的專業關係，在一個或幾個學科（學習）領域，

整合與發揮個人專業，善用各種教具與教材，指導一個團體的學生，應



 12

用各種不同的教學方式，來實施合作計畫、合作教學與評鑑，達成適應

個別差異與適性教育的目標（李坤崇，民 90）。 

 

協同教學團體一般分為階層式小組（hierarchic type teams）和合作

式小組（cooperative type teams）兩種，階層式小組包括資深教師、一般

教師和助理，有一位正式的小組領導人，小組教師被區分為一些等級。

合作式小組，包括多位專業上平等的教師，沒有固定選派的領導人

（Millard, 1971）。 

 

本研究之協同教學類型以合作式小組團隊進行，由研究者結合 1 0

位教師合作進行計畫、教學和評鑑。在有效的使用教材、設備及調整課

程符合學生需求之下，組成進行課程革新的教學團隊，以落實九年一貫

課程革新的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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